
近日， 贵州民族大学开展 2019 年暑期

“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学校共 577 名志愿

者奔赴于贵州的各个乡镇， 为当地群众提供

志愿服务。

据介绍， 贵州民族大学的志愿者队伍分

别为情暖童心红色筑梦队、“童心港湾·农村

留守儿童暑假班” 志愿服务队、精准关爱志

愿服务队、“脱贫攻坚·青春助力” 志愿者服

务队、“脱贫攻坚·青春助力” 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队， 每个志愿队伍的服务和实践内容不

同。

赴惠水“脱贫攻坚·青春助力” 志愿者服

务队的实践主题是：陪伴。该队的志愿者们在

惠水县幸福社区给孩子们开展传统文化教

育、 防震减灾、 辅导暑假作业等主题教育活

动、 通过环保知识课教孩子们垃圾分类的重

要性以及分类方法、开展维权知识小讲堂，在

课堂上教小朋友们在校园中如何通过正确的

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情暖童心红色筑梦队的实践地点是镇

远县的易地扶贫搬迁点———东城社区。 东城

社区的居民都是易地扶贫搬迁的居民， 东城

社区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的留守儿

童。 情暖童心红色筑梦队以辅导课业、“四点

半”希望小课堂、心理辅导等形式开展“希望

工程·陪伴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在本次实践

活动中， 该队伍还给当地的留守儿童带去了

各类书籍、笔记本和课外拓展活动的器材。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北大退档两名考生于理有

亏，申请补录是必须的“纠错” 。

但是，退档风波引发理性思考：既

然有考生以明显偏低的分数“捡

漏”上北大，是否表明当前的“国

家专项计划”还有可完善之处？

教育公平很重要，但如果规

则本身存在瑕疵，看上去对一些

特殊案例里的考生公平了，实际

可能让其他考生觉得不公平。 要

想把好事办好，有关部门有必要

以退档事件为契机，进一步完善

“国家专项计划”等政策，及时打

好“制度补丁” 。

分数是分配优质教育资源最

公平的门槛，“国家专项计划”同

样也该有门槛。 知名高校的生源

是有门槛的，“国家专项计划”可

以对特定考生适当照顾，但各高

校根据对生源的要求与预期划定

政策照顾的最低门槛，并无不可。

“国家专项计划” 是面向贫

困地区的专项招生计划，是国家

促进教育公平的特殊政策，旨在

为贫困地区考生开辟特殊通道，

让成绩优异的贫寒学子有更多改

变命运的机会。 做好“国家专项

计划” 招生工作，是高校必须执

行的“政令” ，也是高校示范促进

教育公平的义务。 北大退档两名

考生于理有亏，但也并非没有值

得“同情”之处。

对于“国家专项计划” ，教育

部《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

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等文件规

定，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

不低于招生学校普通类招生所在

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 这种低

门槛的初衷虽好，但在一定程度

上让报考国家专项计划变成“敢

不敢赌一把” 的博弈，一些有争

议的招录事件正因此而起。

高考是一种选拔，分数是分

配优质教育资源最公平的门槛，

“国家专项计划” 同样也应该有

门槛。 知名高校，生源是有门槛

的，“国家专项计划”可以对特定

考生适当照顾，但各高校根据自

己对生源的要求与预期，划定政

策照顾的最低门槛并无不可。

此前，北大以“考生入校后

极有可能因完不成学业被退学”

为由申请退档，被很多网民不理

解、不认可。 但是，高校里的“同

辈压力” 客观存在，在北大清华

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们不妨心平

气和地想一想：北大今年在河南

的本科理科一批录取分数线为

684 分， 北大对两位相对低分考

生(542 分、536 分)未来学业压力

的担忧，并非完全不可理喻。

其实，同样是推进教育公平

的政策，中考招生“指标到校”就

做得比较好。比如，广州中考“指

标到校” 以“近 3 年提前批公办

公费最低录取分数的平均值下降

20分”作为指标生录取的最低分

数线，北京中考“校额到校”则要

求“中考 500 分以上” 才能填报

志愿。 这样的规定，既关照了弱

校考生，又考虑了招录学校的生

源素质均衡，总体上更公平。

因此，“国家专项计划”不妨

借鉴中考“指标到校”政策，允许

高校结合实际划定最低分数要

求。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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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一考生， 高考成绩不理

想，于是填报志愿时乱填，没想到

北京大学在河南的专项招生计划

报名考生断档，得以捡漏，低分上

了北大。

据了解，2019 年北京大学在

河南省的国家专项计划定向招生

名额有 8个， 结果却出现报名断

档情况， 只有 8名考生上了一本

线。 其中一名考生考砸了， 只有

536 分， 已经对填报志愿不抱有

希望，准备复读，在填报志愿的时

候按照自己的梦想填报了国家专

项第一志愿北京大学、 第二志愿

清华大学······因为该名考生知

道自己的成绩， 在拥有百万考生

的河南省， 连 211高校都无法进

入，因此填报志愿时乱填，结果却

让他成为断档后的幸运儿。 河南

省招生办直接把他梦幻般的高考

志愿变成了现实， 把他的报考档

案直接划拨给了北京大学。 同样

幸运的， 那就是第七名， 只考了

542分。

北京大学出于对考生自身的

考虑以该名考生分数太低， 可能

不能适应北京大学高强度的学习

压力而对这两名考生退档， 因为

北京大学面对全国的定向招生情

况来看， 全国各地的定向招考生

源高考分数线仅仅比北京大学的

正常分数线低 10~20 分左右，然

而河南生招生办却把一名低了

130 分以上的考生划拨给北京大

学， 因此面对河南省招生办三次

反复的交涉， 北京大学还是婉然

拒绝。

河南省招生办为了不浪费这

个宝贵的北京大学名额， 申明这

名河南省考生素质很高， 不会出

现北京大学担心的入校后经受不

住学习压力而退学的事情。 面对

河南省招生办的行为以及不断发

酵的网络舆论， 让北京大学陷入

被动。

出于无奈，近日，北京大学宣

布， 对这两名退档的考生进行补

录。 综合新京报 中国青年报

专项计划断档 低分捡漏上北大

河南一考生高考考砸了，计划复读，于是乱填志愿———

★教育热评

能捡漏上北大 专项招生计划应更完善

在音乐的世界里， 除了具有

天赋的少数人， 大多是平凡的热

爱者。 即便很平凡，如果你努力、

你坚持，相信或许有一天，你也将

和天赋异禀者拥有同样的掌声和

喝彩。

2019 年 8 月 10 日上午十

点，华音堂·贵阳晚报少儿合唱团

2019秋季选拔正式开始。30位爱

唱歌孩子走进考核点， 用他们的

歌声告诉评委：我会唱歌，我很优

秀，我要加入合唱团。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刘

禹皓，今年 6岁了，我演唱的歌曲

叫《我和我的祖国》。 ”第一个走

入考场的刘禹皓一点不怯场，他

曾当过小主持人， 当天身穿格子

背带裤，自信地做自我介绍。歌声

悠扬，有音准，他的不俗表现为当

天的秋季选拔拉开序幕。

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 本次

选拔中，有三位“小姐姐”表现不

俗。 她们分别是 11岁的田翊、12

岁的刘美林和严紫雯。 她们分别

带来《声声慢》、泰坦尼克号主题

曲《我心永恒》、《最好的未来》。

歌唱婉转、优美；视唱练耳部分，

展现出不俗的基本功。

“我们可以为团里的两个高

年级的男声和这三个女声单独开

一个班。 ”华音堂·贵阳晚报少儿

合唱团创始人杨翔在现场当即拍

板，安排工作人员着手开始工作。

除了三位小姐姐， 现场还有

4 位低龄的弟弟妹妹用实力诠释

什么叫天赋。

杨亘好的《蜗牛与黄鹂鸟》；

夏靖然的《最美的光》；敖柯婷的

《劳动最光荣》；开始扭捏，压轴

返场的邓义耀唱起《两只老虎》。

四个孩子相貌不同，穿着不同，演

唱曲目不同， 但是他们身上却有

共同的标签：钢琴声一响，他们就

能听出是什么音。 他们都没系统

学过音乐，今年都只有 5岁。

除了具有天赋的孩子， 记者

在现场发现， 绝大多数的孩子在

唱歌时里散发着自信的光芒，但

当视唱练耳环节，无法胜任，他们

掩藏不住的着急、挫败、不知所措

刺痛了记者的眼睛。

“经过辅导，这些孩子能变

得更好， 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一块

的工作。 ”华音堂·贵阳晚报少儿

合唱团教学总监、 贵州民族大学

音乐舞蹈学院合唱指挥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考官张谦在

考核结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贵州的孩子和北上广等一线城市

孩子相比， 基础音乐素质存在一

定的差距，这与我们教育的缺失、

家长意识的缺乏有直接关系。 而

作为师者， 他将带领他的研究生

团队， 致力于为贵州的幼儿音乐

基础素养补短板。就待星星之火，

有一天能有燎原之势。

考核结束后， 张老师 3 岁的

小女儿被老师们推上了考核台，

记者以为大家是闹着玩， 没想到

孩子完整地唱起了《小星星》，跟

着琴音，视唱练耳还全对。感慨之

余，记者在想：“我们不是每个家

长，都能像张老师一样懂音乐，但

是我们可以让懂音乐的张老师成

为我们的老师。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华音堂·贵阳晚报少儿合唱团 2019秋季选拔开始：

天赋异禀与平凡热爱 同样值得珍视

考核现场

8 月 12 日至 31 日， 第三届全省中学生

运动会在贵州财经大学和遵义市新蒲新区

遵义市奥体中心举办。

本届中学生运动会设初中组和高中组。

竞赛项目设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气排球、

乒乓球、羽毛球、跆拳道 8个大项。

据介绍，本届运动会贵州省举办的大型

学生综合性体育竞赛，是对近年来学校体育

改革发展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阅和集中展示，

吸引了来自 9 个市（州）、贵安新区和厅属

高中联队等十个代表团参加，领队、教练员、

运动员超高 3000人。

据了解，将从比赛中选拔部分优秀学生

运动员代表我省参加明年在青岛举办的第

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

据悉，近年来贵州省高度重视学校体育

工作，把大力开展学校体育运动作为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增强学生体质、实现立德树人

的主要抓手，不断加大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力度，着力提高广大体育教师和教练员的

能力素质， 体育课和课外活动质量不断提

升，课余训练竞技水平大幅增长，全省学生

的体质健康状况进一步改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贵州省举办

第三届中学生运动会

577名志愿者

投身“三下乡”

近日， 有网友曝黄山学院录取通知书现

拼音错误，“huang”变成“hang” 。

校方回应称， 今年共发放四千多份录取

通知书，此前有学生反映通知书不好看，今年

改了新样式，审核有所疏忽，已短信向学生致

歉，正研究处理。 澎湃

高校录取通知书

校名拼音印错了

“国际青年日” 前夕，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辞，告戒青

年人正面临一场学习危机，同时

批评学校未能向青年人传授在

技术革命中所需的各种技能。

联合国大会 1999 年通过决

议，将每年 8 月 12 日定为“国际

青年日” 。今年“国际青年日”的

主题是“改变教育” ，旨在进一

步推动教育变革，使教育更具包

容性，并使教育与当今世界建立

起更加紧密的联系。

古特雷斯说，“我们正面临着

一场学习危机。 青年人往往在学

校里学不到在技术革命中所需

的技能，学生们需要学会如何学

习。 ”古特雷斯指出，教育应当把

传授知识和生活技能以及培养

批判性思维结合起来，传授可持

续性发展和气候变化方面的知

识，弘扬性别平等、保护人权以

及和平文化的理念。

据联合国统计，全球目前有

18 亿年龄在 10 岁至 24 岁之间

的青少年，该年龄段人口的数量

为有史以来之最。 然而，世界上

超过一半 6 岁至 14 岁儿童及青

少年缺乏基本的阅读和数学能

力。 据新华社

“国际青年日” 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发出教育警示：

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教育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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